
支持外贸政策措施即将出台

部分出口费用有望减免或降低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17

日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来看，全年外贸形

势更加严峻复杂， 要实现今年预期发展目

标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面对此形势，商务部

正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采取

支持措施，这些措施相信应该会很快出台。

沈丹阳表示， 支持措施总的思路是为

企业提供一个既有利于稳增长， 又有利于

调结构；既有利于稳定出口，又有利于扩大

进口；既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又有利于开

拓新市场，发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综合

优势的贸易环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新

一轮外贸支持政策有望在近期公布。其中，

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一些出口费用有望继续

减免或降低。 继去年四季度免收所有法定

检验检疫物出入境检验检疫费后， 此次诸

如仓储费、运输及其相关费用等有望减免，

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同时，增加对

符合条件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 加快出口

退税进度，确保准确及时退税；扩大融资规

模，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商业银行努力扩大

对小微企业的贸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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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七翻身” 布局下半年

新三板“一步到位”扩围倒计时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市

场广泛关注的新三板 “一步到

位” 扩围至全国方案发布已经

进入倒计时， 消息人士指出最

快

7

月有望正式发布，时间点将

早于此前的市场预期。 高层表

态、 政策推动使得新三板扩围

大大提速。

此前，有关部门为扩大新三

板服务范围设计了两条路径：一

是从目前的四家试点高新园区

的企业扩至所有国家级高新区

的企业，然后再扩至全国符合条

件的企业；二是一步到位，直接

从四家试点高新园区的企业扩

至全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届时新

三板将不再是试点，直接转为常

规化。最终扩围方案确定了第二

条“一步到位”的路径。

按照此前相关工作安排，扩

大新三板试点工作应在

9

月底前

完成，但近期高层表态、政策推

动使得新三板扩围大大提速。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日前指

出， 要大力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

资渠道， 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

型、 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

准，推进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试点向全国延伸。 证监会主席肖

钢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加紧落

实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

大至全国的具体实施方案。

郑商所发布农产品期货价格

系列指数

为完善我国农产品市场指数体系，加强对大宗农产品价格总

体变化趋势的跟踪、监测与预判，深化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方

式，拓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空间，优化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郑

州商品交易所今日发布基于郑商所上市农产品期货价格编制的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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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将对固收类产品

进行内部压力测试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近期，监管层进一步加强了

对基金公司固定收益类产品的

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消息人士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近期，数

家基金公司接到通知，要求针对

自身情况对固定收益类产品进

行内部压力测试，并上报各类风

险指标的情况。

知情人士表示， 压力测试

要求金融工程部、 运营部模拟

测试各类情景下的赎回风险，

制定紧急情况应对机制， 并将

测试情况及流动性风险解决方

案上报备案； 而需要上报的风

险指标则由风控部门和法规部

门填写， 包括旗下债基的偏离

度、杠杆比例、久期匹配情况、

低等级信用债持有比例、 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赎回金额、

投资者中机构占比等。

知情人士透露， 继

6

月底的

“钱荒”以来，虽然资金面已不如

之前紧张， 但监管层依然保持审

慎态度。 部分证监局要求辖区内

的基金公司每周都对流动性、杠

杆比例、赎回申购进行定期上报。

受访的基金经理表示，正在

调整下半年的债市投资思路，近

期一直都在缩短久期、提高组合

内的高等级债券比例。

楼继伟：今年不会出台

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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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FDI增两成创27个月新高

� � � �商务部

１７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

１

至

６

月，全国新批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０６３０

家， 同比

下降

９．１８％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６１９．８４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９％

。

６

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１４３．８９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０．１２％

（未含银行、证券、保险

领域数据）， 增幅创

27

个月新

高，并连续

5

个月保持正增长。

１

至

６

月全国吸收外资有

以下特点： 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保持增长， 占比超过制

造业；日本、欧盟、美国对华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中部吸

收外资全面增长， 西部实际

使用外资增幅较大。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数据来源/

Wind

制图/苏振

本报记者 倪铭娅 文

FDI或重返低位运行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6

月

FDI

同比增长

20.12%

，

增幅创

27

个月新高。 观察人士

认为，

6

月

FDI

大幅增长实属罕

见，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可

能在于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一

些服务业对外资吸引力的增

强。 考虑到服务业在

FDI

中占

比较小，而房地产、制造业等传

统行业仍占主导地位， 它们对

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将带动

FDI

随之下滑。此外，下半年美国经

济回暖对资金吸引力增强以及

短期外汇占款下降等因素也对

FDI

带来影响。 未来几个月，

FDI

或重返低位运行， 甚至不

排除重现单月负增长情况。

今年

2

月以来，

FDI

连续

5

个月单月吸收外资保持正增

长，这和去年形成鲜明对比。多

位业内人士认为，

FDI

持续增

长， 部分缘于今年以来人民币

持续升值吸引外资借助

FDI

投

资项目“合法”进入我国，进行

投机套利。

6

月人民币对美元中

间价升幅达

1.28%

， 为汇改以

来第三大单月升幅。今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

6.5%

。

相关研究表明， 如果

FDI

是长期性投资资金、不是短期

套利资金，那么外商直接投资

的金额和项目数量应该服从

相近的概率分布，即随着投资

金额的增加，投资项目数量增

长率也相应增加，满足投资项

目数量增长和投资金额增长

相匹配的统计原则。

但

wind

统计数据显示，前

6

月外商实际投资金额同比增

长了

4.9%

，外商投资项目同比

却下降了

9.18%

， 这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外商投资者增大了

对我国原有项目的投资金额，

从而使得新设投资项目数量

被动减少； 更为可能的则是，

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以

及我国资产价格上升等背景

下， 境外资金借助

FDI

项目的

“壳”进入我国进行套利。

此外，一些服务行业对外

资吸引力增强， 推动

FDI

大幅

增长。 上半年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占比超过制造业

7

个百分

点。 这主要与服务业中占比较

小的细分行业吸收外资增幅

较大有关。 具体来看，分销服

务 业 吸 收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33.23%

。 广播电影电视业、与

医疗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业、文化艺术业和交通运输辅

助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较大，

分 别 为

121.29%

、

89.79%

、

153.79%

和

144.47%

。

短期看，我国吸收外资持

续增长态势恐难为续。 未来一

段时间，

FDI

或重返低位运行，

甚至出现单月负增长。

一是对外资吸引力较大

的一些服务行业投资或减少。

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等服务业

投资多属于一次性投资，未来

一段时间外商对这些领域的

投资或下降。

二是当前吸引外资占比

较大的仍然是房地产、制造业

等传统行业。 但上半年制造业

新设立企业

3246

家，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264.41

亿美元， 同比

分别下降

24.56%

和

2.14%

。 在

调结构和传统制造业去产能

的背景下， 这些领域对

FDI

的

投资吸引力将继续下滑，从而

拉低

FDI

绝对数量。

三是我国经济增速减缓、

美元中期走强将导致国际资

金流入速度减缓。 目前看，美

国收紧量化宽松规模是大概

率事件，量化宽松逐步退出将

导致美元中期走强和全球套

利资金流向的逆转。 短期内，

我国外汇占款可能继续下降。

根据相关机构统计，

2008

年以

来，

FDI

占外汇占款比例平均

保持在

24%

左右。 外汇占款的

下降将对

FDI

带来影响。

A16

专题

中央金融团工委赴甘肃开展

“为民服务西部行”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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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以来

隔夜回购利率首次跌破3%

“市场先生”盯政策 股市寻找“上下限”

□

本报记者 申鹏

在经历了

6

月的极度悲观

之后，

7

月股市迎来转机，令投

资者“回心转意”的关键是政

策预期出现积极变化。 管理层

在

7

月上旬提出 “经济不能滑

出下限”被市场解读为政策回

暖的信号，甚至有投资者预期

温和刺激政策将出台。 不过昨

日管理层抛出“两个不能”，又

使得市场预期再次出现微妙

变化。

当前专业人士对于高层

表态的解读， 实际上并不统

一。 按照“稳增长”与“调结构”

的侧重程度，可以分为“重增

长”、“二者平衡”和“重结构”

三类。 然而，三种解读在市场

中的主导地位并非一成不变，

造成了当前指数反复波动，周

期与增长此消彼长。 有分析人

士指出， 除了管理层的表态，

投资者还应该重点关注政策

的实际出台和落实情况，以判

断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政策解读众说纷纭

最近一段时间，金融市场

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宏观政

策取向。 市场对于政策关注度

空前提升，主要原因在于三个

方面：一是二季度以来经济持

续疲软， 尤其是

6

月出口数据

不佳，令不少研究人士担心经

济走到了“失速”的边缘；二是

市场预期金融业去杠杆过程

启动，将严重打击经济；三是

7

月以来高层频繁就 “稳增长”

与“调结构”表态，令本来相对

明确的政策预期出现摇摆。

从预期变化的过程来看，

6

月央行推动金融业去杠杆，

被市场解读为调结构的重要

手段；而进入

7

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

出“经济不能滑出下限”，令投

资者认为政策天平开始偏向

稳增长，甚至产生了可能出台

温和刺激政策的朦胧预期；昨

日管理层又提出“既不能因为

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

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

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

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

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

对准备”， 又将预期拉回到平

衡点。

专业分析人士的解读也

不尽相同，总体来看可以分为

“重增长”、“稳增长与调结构

平衡”和“继续调结构”三类。

银河证券分析师孙建波认为，

基本面仍然不好，内需没有明

显起色、外需回落，但政策从

不表态到表态，从强硬到‘不

滑出下限’， 明确显示对经济

下滑开始担忧。 兴业证券分析

师张忆东则认为，下半年不会

走老路搞刺激，不改变“去杠

杆、调结构”的大方向，下半年

经济将大概率表现为“可控式

降速”。 另有一些研究报告则

认为，政策天平可能在“稳增

长”与“调结构”间动态调整，

一旦经济触及“下限”则着重

于稳增长，但若通胀触及“上

限”则侧重于调结构。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仅

就决策层的表态来看，并未让

市场形成稳定预期，还需要关

注实际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中

金公司认为， 政策仍需观察，

当前市场仍然无法完全确定

中央领导近期频繁提到的“底

线”到底在哪里，投资者需要

看到更为具体的政策行动才

有可能调整当前的预期，转而

认为中国经济前景有望向好。

市场将划出“上下限”

正因为政策预期不明朗，

A

股市场也在近期陷入了指数

反复波动，周期与成长股此消

彼长的状态。

投资者的逻辑很简单：如

果要稳增长，那么周期股就具

备了反弹的基础；如果要调结

构，那么成长股就存在继续走

高的可能。（下转A02版）

A04

海外财经

伯南克：

退出日程表并非一成不变

集团董事长遭举报

华润电力暴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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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公司再融资

面临有选择放开

有色“空”气未变

高贝塔青睐“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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